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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要铱 目的院探讨肘关节外侧韧带复合体对肘关节后外侧旋转不稳定的作用及韧带损伤时肘关节侧位 载 线影
像学中桡肱率变化特点遥 方法院取冷冻保存的新鲜成人肘关节标本 圆园 侧袁将标本制成肘关节野骨原韧带冶标本袁随机分
为两组遥 利用自行设计的维持肘关节后外侧旋转活动度的设备固定标本袁粤 组按次序切断外侧结构院粤员 组袁外侧韧带
完整的标本组曰粤圆 组袁切断桡侧尺副韧带组曰粤猿 组袁增加切断环状韧带组曰粤源 组袁最后切断桡侧副韧带组遥 月 组分为院
月员 组袁外侧韧带完整的标本组曰月圆 组袁切断桡侧副韧带组曰月猿 组袁再切断环状韧带组曰月源 组袁最后切断桡侧尺副韧带

组遥 分别摄肘关节侧位 载 线片袁在 孕粤悦杂 系统中测量桡肱率袁比较各组的差异袁并统计分析遥 结果院粤 组袁统计分析各组
数据袁各组间桡肱率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月 组袁统计分析前 圆 次切断韧带袁各组间桡肱率增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切断桡侧尺副韧带渊月源 组冤袁与前 猿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结论院桡侧尺副韧带是限制肘关节后外侧旋转脱位的主
要结构袁环状韧带尧桡侧副韧带为次要结构曰并根据肘关节后外侧旋转不稳定 载 线影像学特点将其分为 源 个等级遥
揖关键词铱 肘关节曰 关节不稳定性曰 载 线曰 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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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月杂栽砸粤悦栽 韵遭躁藻糟贼蚤增藻院栽燥 泽贼怎凿赠 贼澡藻 则燥造藻 燥枣 造葬贼藻则葬造 糟燥造造葬贼藻则葬造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 糟燥皂责造藻曾 燥灶 贼澡藻 责燥泽贼藻则燥造葬贼藻则葬造 则燥贼葬贼燥则赠 蚤灶泽贼葬遭蚤造蚤贼赠 葬灶凿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则葬凿蚤燥糟葬责蚤贼藻造造葬则 则葬贼蚤燥 渊砸悦砸冤 葬灶凿 贼澡藻 蚤灶躁怎则赠 燥枣 造葬贼藻则葬造 糟燥造造葬贼藻则葬造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 糟燥皂责造藻曾 燥灶 载 则葬赠 蚤皂葬早藻泽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栽憎藻灶贼赠 藻造遭燥憎 躁燥蚤灶贼泽 枣则燥皂 枣则藻泽澡 枣则燥扎藻灶 葬凿怎造贼 糟葬凿葬增藻则泽 憎藻则藻 怎泽藻凿 贼燥 皂葬噪藻 燥泽贼藻燥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燥怎泽 藻造遭燥憎 泽责藻糟蚤皂藻灶泽援 栽澡藻

泽责藻糟蚤皂藻灶泽 憎藻则藻 枣蚤曾藻凿 憎蚤贼澡 葬 泽藻造枣 皂葬凿藻 凿藻增蚤糟藻 贼燥 皂葬蚤灶贼葬蚤灶 责燥泽贼藻则燥造葬贼藻则葬造 则燥贼葬贼燥则赠 蚤灶泽贼葬遭蚤造蚤贼赠 燥枣 贼澡藻 藻造遭燥憎 躁燥蚤灶贼援 粤造造 贼澡藻 泽责藻糟蚤皂藻灶泽
憎藻则藻 凿蚤增蚤凿藻凿 蚤灶贼燥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院早则燥怎责 粤 葬灶凿 早则燥怎责 月援 杂怎则早蚤糟葬造 责则燥糟藻凿怎则藻泽 憎藻则藻 糟葬则则蚤藻凿 燥怎贼 葬泽 枣燥造造燥憎泽 蚤灶 贼澡藻 造葬贼藻则葬造 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泽 燥枣
早则燥怎责 粤院粤员袁蚤灶贼葬糟贼 泽责藻糟蚤皂藻灶曰粤圆袁贼则葬灶泽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则葬凿蚤葬造 怎造灶葬则 糟燥造造葬贼藻则葬造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 枣蚤则泽贼造赠曰粤猿袁贼则葬灶泽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葬灶灶怎造葬则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 泽藻糟鄄
燥灶凿造赠曰粤源袁枣蚤灶葬造 贼则葬灶泽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则葬凿蚤葬造 糟燥造造葬贼藻则葬造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援 栽澡藻 责则燥糟藻凿怎则藻泽 蚤灶 早则燥怎责 月 憎藻则藻 糟葬则则蚤藻凿 燥怎贼 葬泽 枣燥造造燥憎泽院月员袁蚤灶贼葬糟贼
泽责藻糟蚤皂藻灶曰月圆袁贼则葬灶泽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则葬凿蚤葬造 糟燥造造葬贼藻则葬造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 枣蚤则泽贼造赠曰月猿袁贼则葬灶泽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葬灶灶怎造葬则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 泽藻糟燥灶凿造赠曰月源袁枣蚤灶葬造
贼则葬灶泽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则葬凿蚤葬造 怎造灶葬则 糟燥造造葬贼藻则葬造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援 蕴葬贼藻则葬造 载 则葬赠 枣蚤造皂泽 燥枣 藻造遭燥憎 躁燥蚤灶贼 憎藻则藻 贼葬噪藻灶袁葬灶凿 贼澡藻 则葬凿蚤燥糟葬责蚤贼藻造造葬则 则葬贼蚤燥
渊砸悦砸冤 憎葬泽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遭赠 怎泽蚤灶早 孕粤悦杂援 粤造造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憎葬泽 责藻则枣燥则皂藻凿 憎蚤贼澡 杂孕杂杂 员苑援园 泽燥枣贼憎葬则藻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郧则燥怎责 粤院贼澡藻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泽 蚤灶

砸悦砸 澡葬凿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泽 葬皂燥灶早 粤员袁粤圆袁粤猿袁葬灶凿 粤源 早则燥怎责泽援 郧则燥怎责 月院贼澡藻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泽 蚤灶 砸悦砸 澡葬凿 灶燥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泽
葬皂燥灶早 月员袁月圆 葬灶凿 月猿 早则燥怎责泽曰 遭怎贼 贼澡藻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 蚤灶 砸悦砸 蚤灶 早则燥怎责 月源 憎葬泽 皂燥则藻 贼澡葬灶 贼澡葬贼 蚤灶 月员袁月圆 葬灶凿 月猿 早则燥怎责泽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
栽澡藻 则葬凿蚤葬造 怎造灶葬则 糟燥造造葬贼藻则葬造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 蚤泽 葬 噪藻赠 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 贼燥 皂葬蚤灶贼葬蚤灶 责燥泽贼藻则燥造葬贼藻则葬造 则燥贼葬贼燥则赠 泽贼葬遭蚤造蚤贼赠曰贼澡藻 则葬凿蚤葬造 糟燥造造葬贼藻则葬造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
葬灶凿 贼澡藻 葬灶灶怎造葬则 造蚤早葬皂藻灶贼 葬则藻 贼澡藻 泽藻糟燥灶凿葬则赠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泽援 栽澡藻则藻 葬则藻 源 早则葬凿藻泽 燥枣 贼澡藻 责燥泽贼藻则燥造葬贼藻则葬造 则燥贼葬贼燥则赠 蚤灶泽贼葬遭蚤造蚤贼赠 燥枣
贼澡藻 藻造遭燥憎袁葬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贼澡藻 载 则葬赠 蚤皂葬早蚤灶早 糟造葬泽泽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援
运耘再宰韵砸阅杂 耘造遭燥憎 躁燥蚤灶贼曰

允燥蚤灶贼 蚤灶泽贼葬遭蚤造蚤贼赠曰 载 则葬赠泽曰 蕴蚤早葬皂藻灶贼泽
在澡燥灶早早怎燥 郧怎 S澡葬灶早 辕 悦澡蚤灶葬 允 韵则贼澡燥责 栽则葬怎皂葬袁圆园员源袁圆苑渊员员冤院怨员圆原怨员缘

肘关节后外侧旋转不稳定由 韵爷阅则蚤泽糟燥造造 等 咱员暂于
员怨怨员 年首次提出袁是指肘关节在承受外旋尧外翻及
轴向应力时袁尺肱关节半脱位尧肱桡关节向后旋转脱
通讯作者院杨雷 耘 皂葬蚤造院憎赠藻赠赃赠造岳澡燥贼皂葬蚤造援糟燥皂

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院再粤晕郧 蕴藻蚤 耘 皂葬蚤造院憎赠藻赠赃赠造岳澡燥贼皂葬蚤造援糟燥皂
元

现工作单位院浙江省瑞安市中医院

憎憎憎援扎早早泽扎扎援糟燥皂

位的状态遥 主要病因为肘关节脱位尧骨折或劳损袁肘
内翻畸形或医源性损伤袁 造成肘外侧副韧带复合体
损伤尧松弛所导致咱圆原源暂遥 外侧副韧带复合体主要由桡
侧尺副韧带尧环状韧带尧桡副韧带组成袁但上述韧带
对本病的作用仍有争议遥 临床上专科检查有多种方
法咱员袁缘原苑暂袁如侧方轴移试验遥 而在外翻尧外旋尧轴向应力
时肘关节侧位 载 线片中可见桡骨头向后脱位及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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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关节间隙增宽袁可协助诊断遥 但对上述韧带损伤后
桡骨头向后脱位程度的 载 线影像学上的改变情况
与各韧带损伤程度的关系尚无相关文献描述遥 因此袁
本文通过试验验证各韧带对限制肘关节后外侧旋转
稳定的作用及肘关节后外侧旋转不稳定时桡骨头后
脱位的 载 线影像学特点与肘外侧副韧带复合体损
伤关系袁并进行 载 线影像学分级袁以期为进一步临
床治疗诊断奠定基础遥
员 资料与方法
员援 员 临床资料和分组方法 圆园 侧冷冻保存的新鲜
成人尧无病损上肢标本袁男 员远 例袁女 源 例曰左侧 员园 例袁
右侧 员园 例遥 自肘关节上 员缘 糟皂 处离断袁剔除所有肌
肉组织至腕关节上 缘 糟皂袁保留完整的腕关节袁仔细解
剖袁保留肘关节囊和内外侧副韧带尧前臂骨间膜袁制
成肘关节野骨原韧带冶标本遥 上述标本随机分为两组遥
每组 员园 个标本袁每组分 源 个步骤按次序切断外侧结
构袁即分为 源 个小组遥 粤 组院淤外侧韧带完整的标本
组袁为 粤员 组曰于粤员 组基础上切断桡侧尺副韧带组袁
为 粤圆 组曰 盂粤圆 组基础上增加切断环状韧带组袁为
粤猿 组曰 榆粤猿 组基础上最后切断桡侧副韧带组袁为
粤源 组遥 月 组院淤外侧韧带完整的标本组袁为 月员 组曰
于月员 组基础上切断桡侧副韧带组袁 为 月圆 组曰 盂月圆
组基础上再切断环状韧带组袁为 月猿 组曰榆月猿 组基础
上最后切断桡侧尺副韧带组袁为 月源 组遥
员援 圆 试验方法 将所有标本前臂屈曲 源园毅袁 旋后位
放置遥 在肘关节近端 员园 糟皂 处的肱骨上用 圆 枚外固
定架螺钉固定在自行设计的支架上曰 在旋后位的桡
骨干水平外侧距离桡骨头 员园 糟皂 钻入 员 枚野钥 冶形螺
钉袁通过此钉向桡骨施加 员 噪早 旋后应力遥 在距离尺
骨鹰嘴 员园 糟皂 的尺骨干外侧钻入 员 枚野钥 冶形螺钉袁通

员葬

过此钉向前臂分别施加 圆 噪早 外翻尧轴向应力遥 所有
标本固定在支架上维持轴向尧旋后尧外翻应力袁并按
次序切断肘外侧副韧带复合体结构袁 每组每步骤都
摄侧位 载 线片遥
员援 猿 观察指标与方法 所有图片在 孕粤悦杂 系统内
进行测量袁得出桡肱率 咱愿暂袁了解桡骨头向后脱位程
度遥孕粤悦杂 系统拥有画圆袁矩形及测量长度尧角度的功
能遥 测量肱骨小头中心至桡骨头关节面垂直平分线
的垂线距离袁 算出此距离与肱骨小头直径的比值即
桡肱率渊图 员冤遥 具体步骤院淤用画圆工具画出肱骨小
头袁圆内画矩形袁矩形 源 个角的交叉点即为圆心渊肱
骨小头中心冤袁并测量圆的直径长度渊凿冤遥 于画 员 条桡
骨头关节面的垂直平分线遥 盂测量圆心到桡骨头关
节面的垂直平分线的垂直距离 渊葬冤遥 榆计算出桡肱
率越葬 辕 凿遥
员援 源 统计学处理 应用 杂孕杂杂 员苑援园 软件包进行统计
学分析袁 组内前后小组间桡肱率差异采用配对设计
定量资料的 贼 检验遥以 孕约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果
圆援 员 粤 组测量结果 粤员 组院 肘关节在完整的关节
囊和内外侧副韧带的约束下袁保持很好的稳定性袁不
向任何方向产生半脱位或脱位袁 但肘关节本身有一
定的生理活动度袁 测量得出的桡肱率为 园援员园依园援园圆遥
粤圆 组院当切断桡侧尺副韧带袁桡骨头失去部分外侧
结构约束袁肘关节后外侧旋转稳定性立即下降袁产生
桡骨头外旋袁向后移位袁但其仍有环状韧带和桡侧副
韧带的限制遥 测得桡肱率为 园援圆员依园援园缘袁 大于 粤员 组
渊贼越员员援源愿袁孕约园援园缘冤遥 粤猿 组院继续切断环状韧带袁桡骨
头进一步失去外侧结构的约束袁 肘关节的后外侧旋
转稳定性继续下降遥 此时袁桡肱率为 园援源苑依园援园源袁大于

员遭

员糟

图 员 桡肱率测量方法 员葬援 定肱骨小头的圆心袁测量圆的直径长度 员遭援 画 员 条桡骨头关节面的垂直平分线 员糟援 测量圆心到桡骨头关节面的
垂直平分线的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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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圆 组渊贼越圆猿援园怨袁孕约园援园缘冤遥 粤源 组院最后切断桡侧副韧
带袁外侧副韧带复合体对桡骨头失去约束作用袁桡骨
头可以向各方向脱位袁但肘关节未能完全后脱位袁可
能仍有关节囊及内侧副韧带存在有关遥 此时桡肱率
达 园援愿源依园援园愿袁大于 粤猿 组渊贼越圆员援圆愿袁孕约园援园缘冤遥
圆援 圆 月 组测量结果 月员 组院 完整未切外侧结构时
桡肱率为 园援员员依园援园员遥 月圆 组院切断桡侧副韧带袁桡肱
率为 园援员员依园援园员遥 月猿 组院切断桡骨环状韧带袁桡肱率
为 园援员圆依园援园员遥 月员 组与 月圆 组袁月圆 组与 月猿 组比较袁桡
肱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贼越员援员缘袁圆援园怨曰孕跃园援园缘冤遥
月源 组院当切断桡侧尺副韧带袁桡骨头无外侧副韧带
复合体对其的约束作用袁桡骨头可以向各方向脱位袁
桡肱率为 园援愿圆依园援园缘袁大于 月员尧月圆 和 月猿 组遥与前 猿 组
比 较 袁 所 得 桡 肱 率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渊贼 越
源员援源远袁猿怨援员愿袁源园援愿愿曰孕约园援园缘冤遥
猿 讨论
猿援 员 肘关节兼有静态和动态结构的约束达到局部
的稳定 静态结构包括主要和次级结构院 主要约束
力为肱尺关节袁 内侧副韧带的前部和外侧副韧带的
尺骨部渊桡尺侧副韧带冤曰次级约束力为肱桡关节袁伸
肌总腱和屈肌总腱遥 肘关节外围包裹的所有肌肉袁包
括肱肌尧肱二头肌尧肱三头肌等运动产生的收缩力是
肘关节的动态约束力遥 而肘关节后外侧旋转不稳定
的主要静力稳定结构是外侧副韧带复合体或桡尺侧
副韧带咱怨暂遥 韵爷阅则蚤泽糟燥造造 等咱员暂从解剖上找出桡尺侧副韧
带袁 认为其是肘关节后外侧旋转不稳定的最主要限
制结构遥 而后袁围绕着桡尺侧副韧带的修复和重建治
疗后外侧旋转不稳定袁其结果都是良好的遥 但经生物
力学研究袁 外侧副韧带复合体才是限制肘关节后外
侧旋转的关键咱员园暂遥 而 酝糟粤凿葬皂泽 等咱员员暂在关节镜下分别
分次序切除尸体标本的桡侧副韧带和桡尺侧副韧
带袁测量出不稳定级别的数据袁得出完全切除外侧副
韧带复合体才能造成肘关节后外侧旋转不稳定袁伸
肌总腱的切除可造成肘关节的完全不稳定遥 结合本
研究结果袁 认为桡尺侧副韧带是后外侧旋转不稳定
的主要限制结构袁特别是在 月 组中袁不切断它在侧位
载 线片上不产生桡骨头的后旋脱位曰 但当切断桡尺
侧副韧带后袁逐级切断余下韧带袁不稳定程度逐渐明
显袁 故认为桡侧副韧带和环状韧带对限制不稳定具
有辅助作用遥 当完全切断外侧副韧带复合体后袁肘关
节的 载 线表现出现野骑跨征冶咱员圆暂袁而不出现肘关节后
脱位袁 考虑与轴向力不够有关或需更大范围的破坏
才能实现袁如前后关节囊甚至内侧副韧带的破坏遥
猿援 圆 目前肘关节后外侧旋转不稳定的常规检查手
段有限 酝砸陨 诊断的准确性存在争议院 国内有研究
认为 酝砸 检查肘关节可较好地显示肘关节骨骼尧肌

悦澡蚤灶葬 允 韵则贼澡燥责 栽则葬怎皂葬袁晕燥增援圆园员源袁灾燥造援圆苑袁晕燥援员员

肉组织的损伤情况袁是一种有效尧无创伤的方法 咱员猿暂遥
孕燥贼贼藻则 等咱员源暂认为 酝砸陨 对韧带的良好成像可以检测到
损伤的桡尺侧副韧带以及外侧副韧带复合体袁 并且
也能发现桡骨头相对于肱骨小头的后脱位袁 故认为
酝砸陨 可以作为检测的手段遥 但 栽藻则葬凿葬 等咱员缘暂的研究结
论是 酝砸陨 不能明确显示和正确定位桡尺侧副韧带袁
还有 酝砸陨 对慢性松弛的韧带无鉴别能力袁故其检查
阴性结果不能排除韧带的损伤袁 只做诊断的辅助项
目遥 另外袁关节镜检查虽然可以观察到桡骨头向后半
脱位尧 桡尺侧副韧带松弛或损伤导致增宽的外侧关
节间隙遥 但与医院的条件尧医师技术和患者认知度相
关袁也没有得到客观证据袁不适宜作为常规检查 咱员远暂遥
还有 杂贼藻憎葬则贼 等 咱员苑暂应用超声检查可以发现正常的外
侧尺副韧带袁对诊断有一定价值遥 但对异常的韧带的
分辨仍需进一步研究遥 根据 韵爷阅则蚤泽糟燥造造 等咱员暂描述在侧
方轴移试验下摄肘关节侧位 载 线片可见桡骨头向
后半脱位及外侧肱尺关节间隙增宽可以做出诊断遥
虽清醒状态下侧方轴移试验阳性率不高或只能是患
者有不稳定的感觉袁但在麻醉下袁能很好地引出桡骨
头半脱位 渊肘后的凹陷征和关节后方突出的桡骨
头冤袁关节内局部麻醉也适用遥 因此袁怀疑存在肘关节
后外侧旋转不稳定的患者可摄肘关节 载 线片袁通过
双侧对比辅助诊断遥 然而袁只知道桡骨头后移产生的
半脱位及脱位与肘关节后外侧旋转不稳定韧带损伤
有关袁但具体的损伤关系仍不明了袁文献也无描述遥
本项研究通过自行设计的支具袁模拟侧方轴移试验袁
测量侧位 载 线片下的桡肱率得出肘关节后外侧旋
转不稳定 载 线影像学分级结论院 桡肱率在 园援员 左右
时肘外侧韧带复合体是正常袁未损伤的视为玉级曰桡
肱率比值在 园援圆 时袁 考虑桡侧尺副韧带松弛或断裂
视为域级曰桡肱率在 园援源 时袁考虑桡侧尺副韧带与桡
骨环状韧带断裂袁视为芋级曰桡肱率在 园援愿 及以上则
肘外侧韧带复合体全部断裂袁 肘关节脱位袁 视为郁
级遥 如此袁笔者术前诊断肘关节后外侧旋转不稳定时
对韧带损伤有一定的认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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